
退伍女兵变身“律政佳人”
服役期间考取军队律师资格证，如今进入律所成专职律师为弱势群体服务

江愉 2010年考入五邑大学
法律专业。大学期间，她通过了
全国司法考试，并加入学校的
法律援助中心，以团队形式给
群众接案，用法律武器为群众
维权。“2012年至 2013年间，团
队接了一起社保追缴案，历经

半年努力打赢了官司，当事人
还送了锦旗给学校。”正是在学
校法律援助中心的这段经历，
让江愉体会到用法律专业知识
帮助、服务有需要的人是既有
意义又充满责任感和成就感的
事，她决心一直在法律行业发

光发热。
2014 年毕业之际，在律所

实习的江愉偶然地看到国家征
兵的通知，心中瞬间燃起当兵的
渴望。同年 9月，江愉顺利通过
参军申请和体检，从此开启军队
生活。

“回家路”遭乱停乱放
有车业主筹款设栏杆

从市人民医院急诊中心
沿着莲塘路前行约 200米，右
转进入一条巷子，前行约50米
到达一个“T”字路口，直行通
往周边其他小区和住宅，往右
转入，就通往莲塘阁小区了。

记者看到，莲塘阁小区业
主安装的升降栏杆，就设置在
这个“T”字路口，本小区业主
车辆进出，使用遥控器操作即
可，非本小区车辆无法驶入。

说到为何要设置栏杆，业
主们大吐苦水。这条巷子是
他们小区唯一的“回家路”，
多年来没有一天没被外来车
辆乱停乱放的，别说消防车、
救护车能否顺利开进小区，
他们开车上下班出出进进
时，都要经常打 114挪车，让
他们非常烦心。

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
问题，几个热心业主牵头，征
求大多数业主同意后，由有小
汽车的业主共同出钱设置了
这个升降栏杆，并给每一个没
有小汽车的业主发一个遥控
器，方便访客车辆进出。

“回家路”属公共道路
居委会要求拆除栏杆

“但是，栏杆刚装上还没
有使用，居委会就要求我们拆
除。”业主称。

记者看到，栏杆上被贴上
了莲兴社区的一则“通告”，称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
在未取得所有权的公共道
路上设置栏杆、地桩等障碍

物，在此设置栏杆的住户，
请在 12月 11日前自行拆除，
逾期不拆除的，有关部门将
在 12 月 12 日开展统一行动
进行拆除。

业主说，他们也知道这是
公共道路，从法律上说，确实
违反相关规定；但从实际解决
问题角度来说，在大多业主都
同意以及不影响其他小区和
住宅的前提下，设置栏杆，是
最好的解决办法。“希望有关
部门不是一味禁止，而是协助
我们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好

办法。”业主表示。

如何解决内街乱停乱放？
相关部门也头疼

莲兴社区居委会林主任
表示，近年来，由于该片区医
院、学校、住宅聚集，停车位严
重不够，部分病人家属、接送
孩子的家长、甚至医院医务人
员都经常将车辆停放在莲塘
路附近的内街内巷，给周边居
民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莲
塘阁小区居民就是受影响之

一。针对这个问题，石岐区办
事处、居委会、交警等有关部
门都非常重视，一直在寻找一
个最佳的解决办法，比如之前
在这条巷子里安装了“禁止停
放”等交通标识，交警也将该
内街列入了抄牌处罚范畴，乱
停乱放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无
法杜绝。

林主任表示，针对如何解
决这个片区的内街被车辆乱
停乱放的问题，居委会将会尽
快协调律师、业主代表以及有
关部门再一次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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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中亿
律师事务所一间垒满
各类案卷资料的办公
室内，刚入所工作的
江愉正在和同事探讨
在市中级法院参加的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今年9月，她从军营退
伍，虽然入职才两个
月，但并不是“新人律
师”，服役期间，江愉
已从事了三年法律顾
问工作，是少有的持
资格证的军队律师。

四 年 的 军 旅 生
活，江愉从法律专业
毕业生逐步成长为军
队律师，运用法律知
识帮助处理军中的各
项法律相关事务。退
伍后，她进入律所，从
师有经验的律师学习
锻炼自己的专业能
力，同时她申请将军
队律师资格转为律师
执业证，希望今后多
关注与维护弱势群体
群益，成为劳动法专
业的律师。

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见习
生 王欣琳 通讯员 刘颖清）驾
车到汽车美容中心做四轮定位，
车辆却被洗车工开走还在路上
出了事故。今年 6月，市中级法
院受理一起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的上诉案。轿车车主因未买交强
险且车本已报废，被判赔偿 4万
余元；洗车工酿事故时属于履行
职务行为，该汽车美容中心被判
赔4万余元。

2017年5月2日16时30分，
坦洲镇界狮南路中瑞汽车店对
开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
小轿车与电动车发生碰撞，电动
车驾驶人受伤送院。交警部门认
定，小轿车借道行驶未按规定让
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优先
通行，是导致此事故的全部过
错，驾驶人卢某负事故全责。

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
故认定书载明该车已达到报废标

准。然而，这辆车却并非卢某的，
而是他所在的洗车店客户郭先生
的。事故当天，郭先生将车交给汽
车美容中心进行四轮定位保养，
因该中心不具备四轮定位条件，
美容中心就安排员工卢某驾车至
另一间车辆维修中心进行四轮定
位，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电动车的伤者程女士住院
24天，花了6万余元医疗费和近
4个月误工费 2万余元，程女士

将车主、汽车美容中心和驾驶人
卢某都告上法庭。

这笔 8万余元的费用该由
谁埋单？对于交强险责任限额内
的损失，法院终审判决郭先生未
按规定为该车投保交强险，应在
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汽车美容
中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双方共
赔偿程女士3.3万余元。

对于超出交强险的 5万余
元损失，汽车美容中心经营者陈

女士辩称，卢某私自开走车辆，
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不应由汽
车美容中心承担。法院终审认
为，卢某是美容中心的员工，事
发时又是工作时间，认定卢某属
于履行职务行为，汽车美容中心
为超出交强险的损失担责八成
赔偿 4万余元。由于涉案车辆已
达报废标准存在缺陷，而且是事
故发生原因之一，郭先生被判担
责两成赔偿1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 王伟）住在
逸仙湖公园附近的赵女士日前
向本报反映，光明路中山公园
牌坊附近的人行道上经常停满
小车，行人只得绕行机动车道，
希望交警部门加大执法力度。

昨天上午 11点左右，记者
来到光明路中山公园牌坊附近
看到，在牌坊右侧的人行道上
停着一辆小车，正好将原本就
非常狭窄的人行道完全堵死；
牌坊正对面的人行道上并排竖
着停有两辆小车，几乎将人行
道和盲道拦腰截断，大量从此
经过的市民只能从机动车道上
绕行。“这里车流量很大，行人
和机动车抢路很危险。”报料人
赵女士称。

记者随后采访了城区交警
大队相关负责人，其回复称，这
一段路车流量比较大，加上靠
近逸仙湖公园，开车前来游玩
的市民较多，而周边停车位不
够，导致市民违规停车在人行
道上，交警部门将加大该片区
的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处罚。

《文明养犬》手册
免费送

我市一宠物医院自费订购100
册相关资料，倡导市民文明养犬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养犬引发的矛盾
日益增多，部分养犬人不知道该如何养犬是
原因之一。我市一宠物医院自费订购 100册
《中国文明养犬手册》，计划推出图书漂流活
动，让市民免费领取。

近日，文明养犬问题引发全国关注，一
家全国性的动物保护公益机构发起了《中国
文明养犬手册》5年公益计划，推动手册公益
认筹，4元一册，希望每一个狗主人可以做到
文明养犬。该手册共计 42页，其编写委员会
集中了国内资深业内人士，内容详实、水准
高。手册的扉页就是一封文明养犬倡议书，
全书从如何关爱动物，什么人适合养动物，
养犬的十一个建议和要求，公共场所、小区、
文明养犬行为规范、不文明养犬带来的不良
后果和文明养犬的好处，正确认识狂犬病，
犬的几个小技能的家庭简单训练，城市流浪
犬的产生等多方面，百科全书式地普及养犬
知识。

自费订购了100本手册的是关忠宠物医
院，其负责人介绍，很多养犬矛盾是由于养
犬人的行为不够专业和规范造成的，“这项
手册漂流活动，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中山市民
了解文明养犬的各种事项。”

孕妇被狗惊吓索赔
狗主被判赔三千元
本报讯（记者 张倩 通讯员 李世寅 谭

凯航）女子阿霞怀孕21周时遇拉布拉多犬受
到惊吓后先兆流产，为此将犬主告上法庭，
最终狗主人阿娟被判赔逾三千元。昨日，中
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向媒体公布了这宗侵权
责任纠纷案的审判结果。

事发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 11 时 30 分左
右，阿霞外出时为躲避一条扑到腿上来的大
型犬后胎动异常，拨打120及110后经医生诊
断为先兆流产，虽然经住院休养两天后确定
胎儿无恙，但她在住院期间阿娟未进行探
望，未有支付医疗费，要求提供事发大型犬
只的疫苗证书均被无视，且在事发时该大型
犬未牵引，阿霞因此提出赔偿要求。

法院认为，本案为侵权责任纠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八条
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法院最终判决被
告阿娟立即向原告阿霞赔偿医疗费 1397.9
元、误工费 438.47元、营养费 300元。法院宣
判后，原被告均未上诉，目前，该判决已发生
法律效力。

未办理消防手续
一餐馆被责令停业

本报讯（见习生 陈伟祺 通讯员 冯玉
芳）近日，位于东区的中山市西瓦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收到消防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被责令停产停业，并处罚款人民币
35000元。

记者从消防部门获悉，涉事餐馆位于东
区广珠公路，面积约 400平方米，于今年 8月
开始营业。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
现，该场所内虽然配备了喷淋、灭火器等消
防设施器材，但未进行消防设计、消防竣工
备案，并在未经消防安全检查的情况下擅自
投入使用、营业。据此，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立
即对其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和立案处理，并
根据消防法相关规定给予该公司处罚。目
前，该公司已停业整改。

11月 1日以来，全市消防部门共检查单
位1796家，发现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858处，
查封单位5家，责令“三停”19家，罚款547110
元。消防部门表示，从 2018年 11月起至 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山各镇区、各相关职
能部门将集中开展“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
作，通过深入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治理、消防
宣传教育培训等措施，及时化解消防安全隐
患，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确保全市火
灾形势稳定。

洗车工驾驶客户车辆
上路出事故致人受伤

因该车未买交强险且已
报废，车主被判对事故担责

业主“回家路”遭乱停放
擅自设栏杆被要求拆除

事发石岐区莲塘阁小区，业主希望得到相关部门协助实现畅通出行

人行道停满小车
行人走机动车道

光明路中山公园
牌坊附近乱停乱放严
重，交警部门回应称将
加大执法力度

昨日，石岐区莲兴社区莲塘阁小区居民向本报反映，小区唯一的”回家路“经

常被外来车辆乱停乱放，严重影响出行，为解决这个问题，业主自发筹款安装栏

杆，可是，在问题解决的同时也遭来了投诉，最终，居委会以不能在公共道路设置

障碍物的理由要求拆除，这让他们两难：情与法之间，该如何畅通“回家路”？

本报记者 夏亮红

相关新闻

乱停放的车将人行道阻断。
本报记者 王伟 摄

业主安装的栏杆将拆除。

2015年6月，江愉所在的团
需要法律顾问，法律专业出身的
江愉成为合适人选。军中的法律
服务主要是负责审合同以及帮助
有需要的官兵及军属解决法律难
题。由于担任法律顾问，大家喜欢

称她“江律师”，“每次被叫江律
师，我觉得很开心，但也会鞭策自
己，成为更有实力的律师。”

2017年2月，江愉所在的海
防团改为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
旅，加上她从事法律顾问已两

年，满足实习期一年的条件，具
备申请军队律师的资格。经过近
半年的焦急等待，今年2月她拿
到了军队律师工作证，成为真正
的军队律师。“我很自豪能拿证，
这是对我律师身份的肯定。”

今年 9月，江愉正式退伍回
乡，在考公务员和继续从事法律
工作之间，她坚守了初心。10月
份，江愉进入中亿律师事务所，
跟着中山市律师协会劳动法专
业委员会主任徐小安律师工作
学习，“我专门选择劳动法方向，
因为我比较关注弱势群体尤其
劳动者的法律纠纷。”

然而，从服务军人军属的军

队律师到服务社会大众的普通
律师，身份的转变是艰难的，不
仅要接触更广泛复杂的案例，学
习更多专业法律知识技能，积累
实际处理案件的经验和能力，还
要完成资格证的转化。“我 11月
左右在申请把‘军队律师工作证
’转化为‘律师执业证’，”由于以
往退伍军人中极少有考取军队
律师工作证并要求转证的例子，

转化过程需要时间，“我正在和
有关部门积极沟通，争取早日

‘转证’。”
江愉坦言，“转证”之后，她

将持续关注弱势群体的法律问
题，努力维护劳动者权益，“他们
的法律意识普遍薄弱，运用法律
的能力有限，需要法律援助，维
护其合法权益，为保障社会公平
正义助力。”

●法学毕业生沸腾的“从军梦”

●服役期间取得军队律师证

●退伍后以“新身份”继续律师道路

文/见习生 王欣琳 本报记者 张房耿 图/本报记者 缪晓剑
牵 引 出门遛狗必牵狗绳，因

为有人天生怕狗，不论大狗小狗都
会怕。对爱犬来说起初牵引不习
惯，作为主人耐心引导，尽量避开
人群，对自己和别人都是一种尊重
和负责，也能避免意外发生。

拾 便 出门遛狗要随身携带
小工具，拾便袋，拾便器，小铲子之
类，拾便是举手之劳，但意义却很
重大，随手拾起便便，为你的爱犬
拾起尊严。

制 止 狗 狗 乱 叫有的狗狗
确实爱叫，需要主人
及时制止，可能制止
一次两次没什么作
用，需要主人耐心引
导，每次叫就及时制
止，时间久了，狗狗
会明白叫是不对的。

文
明
养
犬

做
好
几
点

相关新闻

江愉坚守初心。


